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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PE方法的必要性

老年人综合照护（ICOPE）方法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
球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一人口转型将对社会几乎所有
方面产生影响，并给健康和社会照护体系带来新的复杂挑战。自2015 

年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几乎翻倍1。这些人中可能会
有许多人出现健康问题，包括患多种疾病，并处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
态下。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围绕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起
来。这一承诺是，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将有机会有尊严且
平等地发挥其潜力2。2030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表明全
球重新致力于振兴和重组卫生体系。这反过来又得到了全民健康覆盖
（UHC）目标3.8的支持，借此所有人和团体都能在没有经济困难风险
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高质量卫生服务。但是，除非进行结构性和社会性
调整并确保高质量照护，否则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许多目标将无法
实现3,4。

在体系和服务层面进行整合

实现对老年人的综合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及体系需要在体系（宏 

观）层面、服务（中观）层面和临床（微观）层面进行变革。该体
系和服务建立指南旨在支持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实现ICOPE战略的实
施。WHO有其他资源以支持微观层面的改变，如“控制内在能力下降
的社区干预指南”8和“ICOPE：初级照护中以人为本的评估和行动路线
指南”9。

ICOPE方法的指导原则

ICOPE方法以四条指导原则为基础。

1.  老年人享有与所有人一样的基本人权，包括尽可能获得最佳健康
的权利。

2.  无论社会或经济地位、出生地或居住地或其他社会因素如何，老
年人都应享有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平等机会。

3.  应提供平等和无歧视的照护，特别是在性别、年龄和种族方面。

4.  健康和社会照护体系及服务需要响应老年人特有的健康和社会照
护需求和目标，这些需要和目标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并应解决健
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使卫生体系和服务适应老年人的需求

WHO的“世界老龄化与健康报告”及随后的“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
略和行动计划”有助于确保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响应与2030议程的宏伟
目标保持一致1,5。两者都呼吁采取行动，确保通过适当调整卫生和长期
照护体系来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

在构建卫生体系及其内部服务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变革性方法，以
确保实现高质量的、综合的、能负担的、可获得的，并以老年人需求和
权利为核心的照护3。综合照护被广泛接受作为一种改善健康结局和体系
效率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存在慢性健康问题的人3。

建立可持续的长期照护体系

WHO将长期照护定义为“他人为确保内在能力严重丧失的人能够
保持与其基本权利、基本自由和人的尊严相一致的机能水平而进行的活
动”1。这些活动包括社会照护、健康照护和其他部门（如交通部门）的
贡献。这些活动应加以整合以确保最佳的协调和效率1,6。长期照护体系
可包含一系列有薪或无薪照护人员，因此在实施ICOPE方法时需要考虑
这一点。

WHO提出了以下三项战略，以建立可持续的长期照护体系7。

1.  通过适当的立法和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形成并不断改进体系基础架
构，使人们能够获得服务。

2.  通过提供培训、支持和职业机会，进行有薪和无薪劳动力的能力建
设。

3. 确保社会照护服务的质量。 

ICOPE方法的具体内容

为支持健康老龄化i，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及其支撑体系需要响应老
年人的各种需求，包括内在能力较高且稳定者ii、内在能力下降者以及内
在能力降至需要他人照护和支持程度的人。

WHO提出该ICOPE方法用以支持这些各种各样的需求。这包含将健
康和社会照护加以整合，并由一个长期照护体系提供支持，以更好地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1,3。

ICOPE方法使得健康和长期照护体系及其内部服务能对老年人特有
的、多样的且往往较为复杂的需求作出最佳响应。其最终目的是最大限
度地发挥人们的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iii。

根据目标人群期望寿命的中位数，WHO一般认为老年人已处于其下
半生。ICOPE方法主要针对那些内在能力下降，或能力严重丧失而依赖
照护的老年人（图1）。

背景

i   Healthy ageing is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he functional ability that enables well-being in older age.
ii     Intrinsic capacity is a person’s total physical and mental reserves.
iii    Functional ability comprises the health-related attributes that enable people to be and to do what the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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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健康老龄化的公共卫生框架及公共卫生机遇

高且稳定能力

卫生服务：

长期照护：

环境：

能力下降 能力显著丧失

功能性能力

内在能力

预防慢性疾病或确保
早发现、早控制

逆转或减缓能力下降

支持提高能力的行为

促进能力提供的行动

管理晚期慢性疾病

确保
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移除参与者障
碍，补偿能力损失

ICOPE方法

ICOPE方法所依据的原则是当服务和体系采用一种适应老年人特
有需求的方式（即以人为本的方式）将健康和社会照护加以整合时，
可使老年人的机能水平得到最大发挥。整合并不意味着必须进行机构 

合并，而是指各种各样的服务提供者应在一个体系内以协调的方式协同
工作。ICOPE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能帮助调整卫生服务方向和
建立长期照护体系，使之朝着这种更加以人为本和更加协调的照护模式
发展。

证据表明，ICOPE方法的服务提供模式需要具备以下特征10,11：

• 社区干预和家庭干预

• 以人为本的评估和综合照护计划

• 共同决策方式和目标制定

• 支持自我管理

• 多学科照护团队

• 统一的信息或数据共享系统

• 社区参与和照护人员支持

• 与社会照护和支持服务的正规联系

ICOPE实施框架的制定

任何健康或社会照护方面的改革实施起来都是很复杂的。老年人综
合照护（ICOPE）需要多层次的思考和行动—从更好的个体临床经历到
整个体系的改变。虽然大多数干预措施都是针对临床层面的，但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需要在服务和体系层面投入努力和资源10,12,13。

确定了ICOPE方法的范畴和组成部分10，世界卫生组织（WHO）当
前的目标是支持成员国实施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所需的关键行动。

为通报这一实施情况，WHO针对综合照护的证据审查进行了系统
综述。随后，在2017-2018年进行了一项德尔菲研究，就健康和长期照
护体系及服务为实现ICOPE方法所需的关键实施行动达成全球共识10。
该共识中商定了十九条实施行动，其中体系（宏观）层面有九条，服务
（中观）层面有十条。 

结果见以下文件：

•  Elements of integrated care approaches for older people:  

a review of reviews. BMJ Open (https://bmjopen.bmj.com/

content/bmjopen/8/4/e021194.full.pdf);10

•  Global consultation on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COPE) – the path to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report of 

consultation meeting 23–25 October 2017 in Berlin, Germany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2863/

WHO-FWC-ALC-18.3-eng.pdf);14

•  Actions required to implement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us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COPE approach: a global Delphi consen-

sus study. PLOS One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

article?id=10.1371%2Fjournal.pone.0205533).15 
 

谁应该使用该框架？

此处列出了ICOPE框架中的19条实施行动以支持成员国实施ICOPE

方法。该框架的宏观层面组成部分旨在支持政策制定者、体系层面规划
者、投资者和决策者。中观层面的组成部分旨在支持服务和方案管理者
及决策者。

1.  该框架为如何实施ICOPE方法提供了指导，认识到当地的社会和文
化背景以及卫生系统的成熟度将决定如何采纳这些实施建议。

2.  实施行动应整合现有的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并提高支持系统 

（劳动力、基础设施、融资）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包
括将社区服务与急救服务加以整合。

3.  ICOPE实施情况记分卡支持各国对其提供综合照护的能力进行自我
评估。

4.  需要在体系和服务层面发挥地方领导作用，以有效推动整合服务
的实施。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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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ICOPE实施框架

ICOPE实施框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于服务管理者，另一部分
用于体系管理者（见图2）。该框架可用于：

1.  确定社区中需要健康和社会照护的老年人；

2.  使用ICOPE方法评估服务或体系提供社区综合照护的能力；

3.  根据能力情况启动ICOPE实施方案。

根据国际德尔菲程序，并在协商会议的支持下，19项行动中有14

项被确定为必不可少的。其余5条是实施ICOPE方法的重要行动，但未
必对所有环境都是必需的。

对于这19项行动，对每一项行动的说明都伴随着实施阶段的三个
指标（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开始实施、稳定实施）。这三个阶段确
定了ICOPE方法的体系或服务能力的现有状态，并为进一步行动提供指
导。通过考虑所描述的阶段和所需的行动，用户可对框架中每项行动的
现有状态进行评分。

纵观框架的两个部分，在社区环境实施ICOPE需要采取19项行动。
这些行动可归至以下主题（见图3）。

服务（中观层面）：

•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 支持协调多学科人员提供的服务
• 使服务面向社区照护

体系（宏观层面）：

• 加强管理和问责制度
• 加强体系建设

ICOPE实施记分卡能生成指示总体实施情况的总分，还能对服务、
体系和两者的总体情况进行汇总。记分卡旨在帮助评估健康和社会照护
服务和体系在社区环境中提供综合照护的整体能力，从而为ICOPE实施
方案提供信息。评分将突出机会领域，并可用于监测实施情况进展。

图3 .  
ICOPE实施框架

图2 . 
创建老年人综合服务的步骤

1
明确社区中哪些是需要照护的老年人
（以及照护类型）

3
起草实施方案

1

Guidance on person-centred assessment 
and pathways in primary care 

Handbook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COPE手册

ICOPE框架

2
服务对已确定的照护需求的

响应能力如何？
NONE TO MINIMAL

SUBTOTAL
SCORE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check one, weighted score)

INITIATING SUSTAININGIntegrat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ervices  

SERVICES  

Deliver care (with assistive products when needed) that is accept-
able to older people, effective and targets functional ability*

/6

/11

/9

/26

Actively engage older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aregivers 
and civil society in service delivery*

1

SUBTOTAL FOR SERVICE ACTIONS 1 AND 2

SUBTOTAL FOR SERVICE ACTIONS 3–6

SUBTOTAL FOR SERVICE ACTIONS 7–9

2 Offer caregivers support and training*

 

ORIENT SERVICES TOWARDS COMMUNITY-BASED CARE

Deliver care through a community-based workforce, 
supported by community-based services*

7

8 Make available the infrastructure (e.g. physical space,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that is needed to support safe and effective 
care delivery in the community*

9

 

Actively seek and identify older people in need of care in 
the community

3

Undertak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when older people 
enter health or social care services and a decline in intrinsic 
capacity is suspected or observed*

4

Support appropriately trained health and social care workers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 care plans for older people that are feasible, 
practical and target intrinsic capacity and functional ability*

5

Establish networks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viders to 
enable timely referral and service provision*

6

SUPPORT THE COORDINATION OF SERVICES DELIVERED 

BY MULTIDISCIPLINARY PROVIDERS

ENGAGE AND EMPOWER PEOPLE AND COMMUNITIES 

3

(0)

(0)

(2)

(2)

(3)

(0) (1) (2)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3)

服务

2 体系

体系对综合服务的支持能力 
如何？

NONE TO MINIMAL

SUBTOTAL
SCORE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check one, weighted score)

INITIATING SUSTAINING

Align care systems to support 
integrated care

SYSTEMS

SUBTOTAL FOR SYSTEM ACTIONS 10–13
 

Support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older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or caregivers, civil society and local service 
providers in policy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10

Create or update policy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to support 
integrated care and to protect against elder abuse*

11

Implement quality assurance and improvement processes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ervices*

12

Regularly review the capacity to deliver care equitably*13

STRENGTHEN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S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12

SUBTOTAL FOR SYSTEM ACTIONS 14–19

 

Develop capacity in the current and emerging workforce 
(paid and unpaid) to deliver integrated care*

14

Structure financing mechanisms to support integrated health 
and social care for older people*

15

Establish equitabl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ocesses to 
support the paid and unpaid workforce

16

Use healt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17

Collect and report data on the intrinsic capacity and functional 
ability of older adults within existing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18

Us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older people’s 
self-management

19

ENABLE SYSTEM-LEVEL STRENGTHENING

(0) (2) (3)

(0) (2) (3)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14

/26

TOTAL SCORE
FOR SERVICES AND SYSTEMS IMPLEMENTATION OF ICOPE

/52

 
使内在能力
和机能水平
最大化

微观
（以人为本的目标）

中观
（服务层面）

宏观
（体系层面） 加强管理和

问责制度

加强体系建设

促使人们和社区参与
并提升其能力

使报备面向
社区照护

支持协调多学科
人员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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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利用以下资源支持成员国实施ICOPE方法。

•  综合和以人为本的健康服务框架 

（https://www.who.int/servicedeliverysafety/areas/people-centred-care）16。

•  老年人综合照护。管理内在能力下降的社区干预指南 

（https://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guidelines-icope）8。

• 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 

 （https://www.who.int/ageing/events/world-report-2015-launch）。

•  ICOPE证据资源中心 

（https://www.who.int/ageing/health-systems/icope/evidence-centre）8。

•  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https://www.who.int/ageing/global-strategy）5。

•  卫生人力资源的全球战略：劳动力2030 

（https://www.who.int/hrh/resources/globstrathrh-2030）17。

•  卫生系统的恢复 

（https://www.who.int/rehabilitation/rehabilitation_health_systems）18。

•  转变和扩大卫生专业人员教育和培训的指导原则 

（https://www.who.int/hrh/resources/transf_scaling_hpet）19。

•  WHO指导原则：加强卫生体系的数字化干预建议 

（https://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digital-interventions-health-system-strengthening/）。

•  建立综合健康保障服务以满足老年人需求 

（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5/11/16-187617.pdf）3。

•  Be He@lthy, Be Mobile: a handbook on how to implement mAgeing  

（https://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mageing）20。

ICOPE实施计分卡
使用该记分卡对老年人综合照护（ICOPE）在服务和体系层面达到的实施水平进行综合

评分。
遵循ICOPE实施框架，获取所需的每项行动的详细描述和指导方法，并查看每个加权得

分项的实施水平。完整的记分卡不仅可用于衡量当前实施ICOPE的能力，还可以监测随着分
数的提高，实施能力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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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到最小
得分小计
分数

实施阶段  
（每项选一，加权分数）

开始 持续综合卫生和社会照护服务

服务

提供老年人可接受的、有效的、针对功能性能力的照
护（需要时提供辅助产品）*

/6

/11

/9

/26

积极让老年人、他们的家人、照护者和民间社会参与
提供服务*

1

服务行动1和2的得分小计

服务行动3–6的得分小计

服务行动7–9的得分小计

2 提供照护人员支持和培训*

 

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劳动力提供照护服务，并由以社
区为基础的服务提供支持*

7

8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物理空间、交通、电信），
以支持社区内提供安全有效的照护服务*

9

 

积极寻找并识别社区中需要照护的老年人3

当老年人进入卫生或社会照护服务并且怀疑或观察到
内在能力下降时，进行全面评估*

4

支持经过适当培训的卫生和社会照护工作者，为老年  
人制定针对内在能力和功能性能力的合理的、实际的
全面照护计划*

5

建立卫生和社会照护提供者网络，以实现及时转诊和
提供服务*

6

居民和社区参与并赋权

3

(0)

(0)

(2)

(2)

(3)

(0) (1) (2)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3)

支持多方提供服务的协调

面向社区为基础照护的定向服务

 

调整照护系统以支持综合照护

系统

服务行动10–13的得分小计
 

支持老年人及其家人或照护者、民间社会和当地服务
提供者积极参与政策和服务发展*

10

创建或更新支持综合照护和防止虐待老人的政策和监
管框架*

11

实施卫生和社会照护服务的质量保证和改进程序*12

定期审查公平提供照护服务的能力*13

加强治理和责任追究体系

(0) (2) (3)

(0) (2) (3)

(0) (2) (3)

(0) (2) (3)

/12

服务行动14–19的得分小计

 

发展现有和新兴劳动力（有薪和无薪）提供综合照护
的能力*

14

支持老年人综合卫生和社会照护的结构融资机制*15

建立公平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以支持有报酬和无报
酬的劳动力

16

利用卫生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沟通和信息交流17

收集和报告老年人在现有卫生信息系统中的内在能力
和功能性能力的数据

18

利用数字技术支持老年人自我管理19

实现系统级强化

(0) (2) (3)

(0) (2) (3)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14

/26

总分
ICOPE方法实施的服务和系统

/52

无到最小
得分小计
分数

实施阶段
（每项选一，加权分数）

开始 持续

无到最小实施

服务 0–10 11–18 19–26

系统 0–10 11–18 19–26

整体 0–20 22–36 38–52

开始实施 持续实施
整体实施水平

 

*必要



13

服务（中观）层面
框架中的1-9项服务行动旨在支持在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中实施ICOPE方法。

这些行动旨在协助服务和方案管理者。

服务层面管理者会根据每个国家的服务设定而有所不同，但可能包括服务管理者、区域管理者、项目
管理者和国家卫生协调人员等角色。

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护是向个人或其家庭或其居住地的照护者所提供的健康和社会服务的综合，目的是
促进、维持或恢复其健康，或尽量减低疾病和残疾的影响。这些服务通常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实现自理并居
住于自己家中。例如，可包括老年人中心、交通、送餐或集中就餐场所、探访护士或照护人员以及成人日
托服务21。

服务行动分为三个重点领域：

1.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2.    支持协调多学科人员提供的服务 

3.    使服务面向社区照护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使服务面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护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加强管理和问责制度

加强体系建设

服务行动1和2

12  老年人综合照护（ICOPE）实施框架：体系和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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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为照护者（如日托中心）身心健康提供支持的服务有限，
正规培训或暂托服务也很少。

0  
 
   进行需求评估，以确定对照护人员身心健康产生威胁或损害的因素、能
力差距和暂托服务需求。

 
 
   进行能力评估，以确定在提供照护人员支持、暂托服务和培训方面所
需的和已有的人力、财力和基础设施资源。例如，社区日托中心可能
是适宜选择。

开始实施

目前正在制定或试行某些举措，为照护人员提供以下一个
或多个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技能为基础的
照护能力或暂托服务。已有一些能为照护人员提供支持的
基础设施，如日托中心或暂托服务。

2  
 
   在服务机构内部和服务机构间，以及与照护人员进行沟通，以评估计
划实施的或正在试行的支持措施或培训方案的接受度，并评估将其扩
大的可能性。

 
 
   着手努力为照护人员的负荷提供心理支持。 

 
 
   制定社区暂托服务计划，如社区日托中心或临时家庭支持。

稳定实施

已有能为照护人员提供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支持的服务：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技能为基础的照护能力或暂托服
务。用于支持照护人员的基础设施已到位，如日托中心或
暂托服务。

3  
 
   继续提供支持和培训举措，并实行周期性质量改进，以确保这些举措对
照护人员有意义且有作用。

•   例如，对于痴呆症患者的照护人员，WHO的iSupport工具是一
个有用的在线培训平台（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
neurology/dementia/isupport）。它能提供有用信息、技能培训
和支持，并采用问题解答和认知行为疗法以满足照护人员需求22。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在向老年人提供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方面，与社区成员或
机构尚无正式协定，也未列入计划中。提供的社区服务主
要是临时性的或非正式的。

0  
 
   确定当地社区服务的范围、性质和能力。 

 
 
   制定促使当地社区正式参与提供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的策略。

开始实施

在向老年人提供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方面，与社区成员或
机构已有某些正式协定。

2  
 
   与社区团体和其他当地服务机构协商，寻找机遇扩大与社区之间的协
定。

 
 
   使健康和社会服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正规化，例如通过建立从护工到
社区志愿者的每周支持和监测访问制度，在健康机构登记志愿者，并
提供奖励和培训。

稳定实施

社区成员或机构正式参与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和社会照护服
务，程序已实施。

3  
 
   与社区成员、社区团体和其他服务机构在提供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方面
维持协定。

 
 
   维持监测和支持系统。

积极促使老年人及其 
家庭和照护者以及 
民间社团参与提供服务

社区成员和机构参与提供服务是对未开发资源的利用，有助于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和便利的环境，并
有助于减轻照护者的负担。例如，社区可包括家庭和邻居、其他老年人、雇主、宗教组织和社区机构。
个人、家庭和民间社团参与提供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有助于填补个人护理等照护缺口，促进老年人的
健康和福祉，创造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事业单位和医疗基金往往可以提供健康机
构无法提供的服务，如照护协调、同伴支持和自我管理支持。

为照护人员提供支持和培训

支持照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并支持他们提升照护技能对于老年人照护至关重要。照护人员往往是无
薪劳动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照护人员的培训和支持模式可因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应灵活多变，以
适应当地需求、能力和可用资源。服务层面应为照护人员提供多种支持，包括：

• 身体健康
• 心理健康

1 2
• 以技能为基础的照护能力
• 如有需要，可提供暂托服务

必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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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寻找和确定社区中 
需要照护的老年人

服务机构可以采用病例查找系统，以确定社区（或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中需要健康和社会照护的老年人。例
如，在某些情况下，由健康和/或社会照护工作者或多学科团队的其他成员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家访或许是一
种适宜措施。在大多数病例查找方案中，需要在特定地理区域进行一定的中央协调。

3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社区目前没有正规的病例查找策略。
0  

 
   与提供服务的机构、社区成员和民间社团进行协商，以确定适合当地且
可行的病例查找策略。

 
 
   对服务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实施正规化病例查找策略的能力进行评估。

开始实施

已进行了某些病例查找，但不是通过结构化的机制或固定的
程序进行的。

或

计划或正在试行结构化病例查找策略。

1  
 
   为社区制定明确的病例查找策略，并与提供服务的机构、社区成员和
民间社团就实施策略的制定进行协商。协商时应包括老年人和照护人
员，判断策略的接受度和可行性，并寻找扩大病例查找及其服务提供
者之间协作的机会。

稳定实施

社区内的服务机构已采取结构化病例查找策略。
2  

 
   继续进行病例查找并实行周期性质量改进，以确保程序保持有效且在当
地可接受。

支持协调多学科人员提供的服务
 

服务行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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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受过适当培训的健康和社会照护人员 
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

服务机构应支持根据以人为本的健康评估（如疾病管理）和老年人的社会照护需求及其目标和偏
好，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在适当情况下，照护方案还应包括预先制定照护计划，并随着个人
健康或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个性化照护方案的首要关注点应是通过直接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和社会照护需求，改善其内在能力和
机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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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当老年人进入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机构且发现有内在能力下
降时，未例行开展标准化的综合评估。

0  
 
   评估现有服务机构开展综合评估的能力，如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者的
能力、当前在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中的用户准入/注册程序、实施标准
化综合评估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是否有病例发现和社区推广策略。

开始实施

当老年人进入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机构且发现有内在能力下
降时，某些服务机构进行了结构化或标准化的综合评估，这
些评估可以在服务提供者之间共享。

或

服务机构正在制定或实施结构性或标准化的综合评估，在老
年人进入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机构且发现有内在能力下降时
进行使用，并对社会照护工作者进行培训以支持该评估。

2  
 
   通过在服务提供机构内部和机构间进行协商，探索实施标准化综合评估
的机会、能力和准备程度。

 
 
   向健康和／或社会照护工作者提供培训，以执行全面评估及制定照护
方案。

稳定实施

当老年人进入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机构且发现有内在能力下
降时，常规进行结构化或标准化的综合评估。对健康和社会
照护工作者的培训是这项活动的一部分。

3  
 
   继续开展全面评估并贯彻照护行动路线。 

 
 
   继续实施周期性质量改进，以确保评估程序对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者以
及老年人、家庭和照护人员持续有效和可接受。

当老年人进入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机构， 
并且怀疑或观察到内在能力下降时，应 
进行以人为本的评估

当老年人出现内在能力（IC）下降或有下降风险时，进行以人为本的评估是个性化照护计划
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人为本的评估考虑到老年人的：

• 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FA）及其轨迹
• 可能影响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的特定健康或社会状况、行为和风险
• 环境背景
• 社会照护需求9

以人为本的评估能提供所需信息，以便根据个人的整体需求确定干预措施的优先次序并进行
调整。应在多学科人员中共享评估结果，以便形成一个包含打包服务的个性化照护方案(见本框架
的第5项服务行动)。

4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可在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机构间共享的综合照护方案并非由
受过适当培训的健康或社会照护工作者例行制定。

0  
 
   对健康和／或社会照护工作者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的能力进行评估。 

 
 
   评估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现有的用户准入／注册程序。 

 
 
   评估制定和共享个性化照护方案所需的基础设施。

开始实施

受过适当培训的健康或社会照护工作者有时会制定可供服
务提供者共享的综合照护方案。

或

目前正在制定或实施各种程序，以使受过适当培训的健康
和/或社会照护工作者能够制定可供服务提供者共享的综
合照护方案。

2  
 
   在服务提供机构内部或机构间进行协商，以探索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的
机会、能力和准备程度。

 
 
   向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者提供培训，以便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 

 
 
   采用规范性指导文件，如WHO关于初级照护中以人为本的评估和行动
路线的ICOPE指南9。

稳定实施

由经过适当培训的健康和／或社会照护工作者常规制定可
供服务提供者共享的综合照护方案。对健康和/或社会照
护工作者的培训是这项活动的一部分。

3  
 
   继续发展综合照护方案，并继续培训健康和／或社会照护工作者以制定
照护方案。

 
 
   实施周期性质量改进，以确保照护方案对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者以及老
年人及其家庭或照护人员保持有效且可接受。

必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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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目前尚无能使老年人及其照护者实现及时转诊或迅速提升
照护等级的正式服务提供者网络。

0  
 
   进行规划评估，以确定和建立一个用于老年人和照护者暂托服务的服务
提供者网络。

 
 
   与潜在的服务提供者接洽，了解其加入服务于老年人和照护者的服务提
供者网络的能力和意愿。

开始实施

目前正在建立和试行可使老年人实现及时转诊或迅速提升
照护等级，并可使照护者赞托服务的服务提供者网络。

2  
 
   与潜在的服务提供者接洽，了解其加入服务于老年人和照护者的服务提
供者网络的能力和意愿。

稳定实施

已为老年人及其照护者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及时转诊或迅速
提升照护等级的正式服务提供者网络。

3  
 
   通过继续对服务进行规划和与服务提供者协商，维持并进一步发展能
使老年人及其照护者实现及时转诊或迅速提升照护等级的正规服务提
供者网络。

建立健康和社会照护提供者网络， 
以便及时转诊和提供服务

需要建立当地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提供者网络，以便及时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照护场所和适当水平
的照护。该网络的建立应包含以下方面所需途径：

• 需要时可快速得到紧急护理和专业服务（如去老年医学科）
• 康复
• 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

该网络可建立实践社区，以优化照护提供和协调。为照护人员提供暂托服务并维持其身心健康的转
介网络也是提供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服务行动7–9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使服务面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护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加强管理和问责制度

加强体系建设

必需



people and communities

 

2322  老年人综合照护（ICOPE）实施框架：体系和服务指南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工作队伍没有或几乎没有机会使用向社区老年人及其照护
者提供安全有效的照护所需的基础设施。

0  
 
   进行基础设施需求评估，考虑社区现有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对支持工作人员提供照护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进行成本核算并制定采
购计划。

 
 
   与当地利益相关者沟通，以确定在缺乏支持性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如何有
选择地提供服务。

开始实施

已有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并被用于支持社区工作队伍提供
照护服务。

或

目前正在制定或试行用以获取必要基础设施的策略，包括
对现有资源的利用。

2  
 
   继续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制定策略以获取所需的其他基础设施。

稳定实施

工作队伍有机会使用向社区中的老年人及其照护者提供安
全有效的照护所需的基础设施。

3  
 
   持续监测随社区老年人健康和社会照护需求变化发生服务扩大或收缩情
况下的基础设施需求和提供能力。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尚未组建向社区或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或社会照
护服务的社区工作队伍，目前也未列入计划。

0  
 
   基于当地需求对建立一支向社区或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或社会
照护服务的社区工作队伍的能力进行评估（如健康和社会照护人员的
数量、有无可用的无薪劳动力、发展新骨干的机会）。

 
 
   了解信息，以确定能够支持当地工作队伍的当地社区服务机构。

开始实施

向社区或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或社会照护服务的
社区工作队伍：

•    间歇性可用

或

•    正在计划或局部试行

或

•    已建立，但没有得到社区服务机构的支持。

2  
 
   探索通过适用于当地环境的新配置（如无薪角色、新工作骨干）实现永
久性社区工作队伍的机会。

 
 
   了解信息，以确定能够支持当地工作队伍的当地社区服务机构。

稳定实施

已建立向社区或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或社会照护
服务的社区工作队伍，并由社区服务机构提供支持。

3  
 
   继续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队伍向社区或家庭中的老
年人提供照护。

 
 
   继续接洽和支持当地社区服务机构，并了解这些服务机构支持工作队伍
的可用性和能力。

 
 
   继续通过当地社区服务机构为工作队伍（有薪和无薪）提供支持。

通过由社区服务机构支持的 
社区工作队伍提供照护

应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队伍提供照护，包括有薪和无薪的角色（如家庭成 
员），并由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以便向家庭或社区中的老年人提供安全、有效、临床上适当和可行的照
护。

提供此类照护的劳动力配置会根据环境和可用资源而有所不同。例如，它可能包括健康和社会照护
专业人员（如家庭医生、牙医、护士、联合的健康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以及社区健康工作者和志愿
者／同龄人／家庭成员（即有薪和／或无薪角色）的组合。如果涉及无薪照护人员时，可能需要足够的
支持（金钱或实物）。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物理空间、交通、电子通讯）， 
以支持社区内安全有效的照护服务

许多健康照护机构的有形基础设施可能与老年人的需要或能力不太匹配。这可能包括缺乏无障碍厕所、排
队等候时间长、进入时存在物理障碍（例如楼梯）以及由于缺少为听力丧失和/或视力障碍患者提供的无障碍信
息而造成的沟通障碍。应提供暂托照护、日托中心和小型疗养院等社会照护服务基础设施。应尽可能使用当地
现有的基础设施，或在没有此类基础设施情况下为提供照护服务而制定的当地策略，以便不对服务的启动或综
合照护的提供造成限制。

7 8
必需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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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当前的老年人照护干预：

•    未必能以改善机能水平为目标

•     不符合最佳实践操作和证据或老年人偏好

•     没有在基本药物清单内且可获得的辅助产品予以支持。

0  
 
   分阶段对照护干预措施进行调整，使其符合建议的照护服务组成部分。
例如，可以从遵循WHO指导原则8开始，并将干预措施面向改善内在能
力和机能水平。

开始实施

照护服务的提供达到以下几项但并非全部：

•   系统地以改善机能水平为目标

•   符合最佳实践操作和证据

•    符合老年人的偏好和文化习俗

•    辅助产品列入基本药物清单且可用。

2  
 
   对照护干预措施进行审查，评估其与建议的照护服务组成部分的相符
程度。

 
 
   通过专家咨询和审查最佳实践操作（如WHO指导原则8）的方式，对照
护干预措施进行调整，使其更加符合建议的照护服务组成部分。

稳定实施

照护服务的提供达到以下条件：

•    系统地以改善机能水平为目标

•    符合最佳实践操作和证据

•    符合老年人的偏好和文化习俗

•    辅助产品列入基本药物清单且可用。

3  
 
   继续提供与建议的照护组成部分相符的服务，包括购买辅助产品并确
保其可用。

提供老年人可接受的照护服务 
（必要时提供辅助产品），并 
以改善机能水平为目标
服务机构应提供安全有效、以改善机能水平（FA）为目标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并符合老年人的需

求、偏好和文化习俗。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包括传统或辅助性医疗。当有证据来指导实践的情况下，
照护干预应与其相一致（包括临床指南，如WHO管理内在能力下降的社区干预指南8）。在某些情况
下，需要辅助设备和环境适应，并且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服务机构应提供能适应内在能力（IC）损
失从而维持机能水平的辅助产品，如眼镜、助听器和助行器。

9

体系（宏观）层面 
框架中的体系行动10-19旨在支持在健康和长期照护体系（统称为体系）中实施ICOPE方法。

这些行动旨在帮助体系管理者。

体系行动聚焦两个方面：

1.   加强管理和问责制度

2.   加强体系建设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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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行动10–13

支持老年人及其家庭或照护者、 
民间社团和当地服务提供机构积极 
参与政策和服务制定
采取各种方式促使老年人及其家庭或照护者、民间社团（如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服务提供机构积极参与

制定健康和社会照护政策。这些政策可包括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和服务。

向所有老年人提供分享意见和意愿的机会，不排除任何能力水平的人，是参与性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实现社区积极参与政策或服务制定及评价的策略举例如下：

• 社区论坛（如面对面会议、在线讨论板）
• 在健康照护机构委员会中设立社区代表
•  民间社团积极参与政府机构的政策和服务制定工作。

10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尚无支持和鼓励社区及老年人参与制定政策和服务的方针
或参与性管理框架。参与都是临时性的。

0  
 
   与社区、老年人和照护人员协商制定方针或参与性管理框架，以正式支
持社区（包括所有老年人和照护人员）参与政策和服务制定。

开始实施

建立了支持和鼓励社区参与制定政策和服务的非正式机
制。

或

各体系正在制定支持社区参与的方针或参与性管理框架。

2  
 
   审查非正式程序是否能够正式化并在更大范围内用以支持社区参与。 

 
 
   制定方针或参与性管理框架。

稳定实施

各体系已制定方针或参与性管理框架，以支持和鼓励社区
参与政策和服务制定。

3  
 
   继续通过各种方针或参与性管理框架支持社区参与制定政策和服务。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使服务面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护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加强管理和问责制度

加强体系建设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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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已有促进老年人综合照护和保护的政策或框架。

或

已制定促进老年人综合照护和保护的政策或框架，但尚未
实施。

0  
 
   制定政策或框架以支持老年人综合照护和保护。这些政策或框架应与
当地需求相一致，且由一个防止虐待老人的变革案例支持，并与当地
的拥护者或领导者共同制定。

 
 
   确定当地的拥护者或领导者并促使其支持政策或框架的实施。

开始实施

目前正在制定、更新或实施促进老年人综合照护和保护的
政策或框架。

2  
 
   继续通过参与式管理方式创建或更新政策或框架。 

 
 
   支持当地拥护者或领导者推动实施工作。

稳定实施

目前已有促进老年人综合照护和保护的政策或框架且已实
施，并得到了全行业拥护者和领导者的支持。

3  
 
   维持现有的已得到防止虐待老人的变革案例支持的政策或框架，以支持
对老年人的综合照护和保护。

 
 
   继续确定当地的拥护者或领导者，并支持他们对政策进行宣传和推动
政策实施。

创建或更新政策和监管框架， 
以支持综合照护及防止虐待老人

虐待老人是指一个人（如与老年人建立了信任关系的照护者）故意为之或不作为，从而对老年人造
成伤害或产生伤害风险。由于许多老年人处于弱势，因此防止虐待老年人的监管框架非常重要。应制定
或更新政策、方案和监管框架，以在多个层面支持综合照护及防止虐待老人的行动，包括：

•  照护团队间的临床（微观）层面
•  机构／服务（中观）层面（如初级照护、入住式照护机构和医院服务）
•  针对健康和社会照护体系的体系（宏观）层面。

来自高级领导层的强力政治支持可以促进在这些层面上采取综合行动打击虐待老人行为。在更详细
的司法或国家一级规划中常需要这样的支持。

实施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质量保证和改进程序
质量保证和改进是服务发展及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及其有效性方面的

宝贵数据是由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在访问服务以及与服务交互时的体验、患者或个人自报的结局测量
（PROMs）和患者或个人自报的体验测量（PREMs）所提供的。PROMs反映了一个人对其健康的自我
感知方面的信息，可能包括生活质量、功能（如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和自我效能。PREMs反映了一
个人对某个健康或社会照护服务体验的感知，可能包括访问体验、等候时间和参与共同决策的能力。采
用了此类措施的质量改进计划应使用文化敏感格式。

11 12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尚无质量保证程序来衡量是否做到以人为本或服务提供者
的效果。

或

有些服务机构会衡量质量效果，但并未在整个体系内系统
性进行衡量。

0  
 
   确定服务提供过程中需要质量保证的关键领域。 

 
 
   选择合适的工具（PROMs, PREMs, 以人为本的效果）。 

 
 
  制定衡量工具使用程序。

开始实施

有一些质量保证程序来衡量是否做到以人为本或服务提供
者的效果，但与服务改进方案无关。

或

正在开发或试行体系层面的质量衡量程序。

2  
 
   制定利用质量效果数据进行服务改进的程序。 

 
 
   扩大体系层面的质量措施，将以人为本的效果和服务提供者的效果包
括在内。

稳定实施

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和服务提供者的效果在各服务机构进行
系统性衡量，并用于提高照护服务质量。

3  
 
   继续在各服务机构衡量以人为本的效果和服务提供者的效果，并利用这
些数据来为服务改进提供信息。

 
 
   实施当前有效且可靠的效果衡量方法。

必需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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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未定期评估实施ICOPE的能力。

0  
 
   采纳本框架建议的行动作为公平提供ICOPE能力评估的标准。 

 
 
   在体系内制定根据这些标准进行能力评估的程序。

开始实施

对实施ICOPE的能力进行了评估，但未定期进行，也未考
虑弱势群体。

2  
 
   定期进行综合照护能力和绩效评估（如每五年一次），确保评估中包括
弱势群体，并确保评估结果对体系管理者有意义。

稳定实施

定期评估提供综合照护的能力，且包括了弱势群体。例
如，采用最新的人口水平健康数据。

3  
 
   继续定期对实施ICOPE的能力进行评估，并评估体系在提供这种照护方
面的成效。

 
 
   定期审查评估结果，以确保其对体系管理者仍有意义。

定期审查公平提供照护的能力

体系层面的能力评估可提供一个国家或地区向所有老年人（包括弱势群体）提供综合的健康和
社会照护服务的缺口和机遇。该能力评估可能范围广泛，包括政策、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劳动力
和当地服务机构的能力。这些数据有助于在国家以下一级进行规划和审查。

该老年人综合照护（ICOPE）实施框架和计分卡作为一个整体，用来指导在体系和服务层面实
施ICOPE方法所需的关键行动。框架的当前组成部分可评估各体系是否对公平提供服务的整体能力
进行定期评价，而其他各组成部分可使用户对服务或体系内实施ICOPE具体要素的能力进行判断。

13

体系行动14–19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使服务面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护

 
促使居民和社区参与并提升其能力

加强管理和问责制度

加强体系建设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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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实施

仅针对少数部门的劳动力有提高知识和技能的措施⸺
以下例子中的一个或多个：

• 有薪医疗保健医师

• 无薪的照护提供者

• 实习人员

• 新的劳动力角色。

或

有一些举措来提高工作队伍能力但并非跨学科的或没有
全面做到ICOPE建议的内容。

2  
 
   扩展现有能力建设程序和措施，以涵盖所有劳动力角色，体现跨学科
照护并做到ICOPE方法建议的内容。同样遵循上文中最低程度实施阶段
列出的关键能力。

稳定实施

在体系层面制定了提升有薪和无薪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的程
序。提供综合照护服务的工作队伍能力建设措施包括了现
有的和新兴的劳动力角色，且涉及多学科领域。

3  
 
   继续实行全体系劳动力的能力建设措施，并在出现新证据或新资源时对
其进行更新。关键策略包括：

 •  提供与上文中最低程度实施阶段所列能力一致的在职培训；

 •  使高级人员对服务提供者进行持续监督；

 •  支持一般人员和专业人员（如老年科医生）之间共同协商；

 •  支持多学科团队成员会议；

 •  为实习人员提供基于能力的课程；

 •  采用跨专业教育模式；

 •  将培训扩大到初级照护和社区中心。

 
 
   对工作队伍的能力进行监测，使能力建设措施与需求相一致。

提升现有和新兴劳动力（有薪和无薪） 
提供综合照护服务的能力
工作队伍能力建设是指支持现有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劳动力以及新兴劳动力（学生，实习人员和

新角色，或扩大范围的角色）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以开展以人为本的评估、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并
提供针对机能水平（FA）的服务。

能力建设可以通过为整个工作队伍提供定期培训来提升其从业技能和持续性专业发展来实现。
应在服务提供机构实施诸如提高老年人综合照护（ICOPE）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以及跨部门合作等措
施。这提供了基于跨学科支持队伍的协作照护。认识到劳动力可包括有薪和无薪的照护者和服务提
供者（如家庭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能力建设举措应兼顾两者。

14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整个体系中尚无适当程序来提升现有或新兴劳动力的知识
或技能。

0  
 
    评估工作队伍现有能力，特别是提供正确照护的知识和技能。关键能
力包括8：

 •  评估内在能力（IC）和机能水平，以及对社会照护需求（行动
能力，视力，听力，认知，情绪，心理）的基本筛查能力；

 •  对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处理的基本技能（如身体虚弱，
尿失禁，跌倒风险）；

 •   对老年人抑郁，痴呆和饮酒情况基本了解；

 •   发现忽视或虐待老年人现象的能力；

 •  进行以人为本的评估（服务行动4）和制定照护方案（服务行动
5）的能力9；

 •   沟通，多学科团队合作，信息技术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基本能
力。

 
 
    针对现有和新兴劳动力以及有薪和无薪角色制定工作队伍能力建设措
施。针对新兴劳动力的能力建设措施可包括：

 •  参加基于能力的课程；

 •  采用跨专业教育模式；

 •   将培训扩大到初级照护和社区中心。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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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尚无半标准化的人力资源程序用以支持健康和社会照护服
务领域的有薪劳动力。

0  
 
   在体系层面实施半结构化人力资源程序以支持劳动力公平管理，包括
有薪和无薪工作者且覆盖整个服务领域，还应与《WHO全球卫生人力
资源战略：劳动力2030》的指导原则保持一致17。

 
 
   在人力资源程序制定过程中与工作人员和服务管理者进行协商。

开始实施

正在对支持有薪劳动力的人力资源程序进行改革，使其在
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机构中实现半标准化。

2  
 
   实施半结构化人力资源程序以支持劳动力公平管理，包括有薪和无薪
工作者且覆盖整个服务领域，还应与《WHO全球卫生人力资源战略：
劳动力2030》的指导原则保持一致17。

稳定实施

已建立支持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领域有薪和无薪劳动力的
半标准化人力资源程序。

3  
 
   继续实施半结构化和公平的人力资源程序以支持有薪和无薪劳动力。 

 
 
   定期审查人力资源程序（如每五年一次）以适应工作干部队伍的变化和
响应服务质量改进措施。

构建融资机制，以支持 
对老年人的综合健康和社会照护
可通过以下方式建立支持老年人综合健康和社会照护的融资政策和机制：

• 卫生和社会部门共同提供资金支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管理
• 在服务层面建立有效照护协调的激励机制。

在某些情况下，契约激励机制或共同报销模式已被用来激励健康和社会照护工作者采用新方法
来促进照护协调，例如联合照护方案或对自我管理的联合支持。

建立公平的人力资源管理程序 
以支持有薪和无薪劳动力

需要建立人力资源（HR）程序和体系来确保用公正、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对有薪和无薪劳动力进行管
理。人力资源体系可确保工作人员能得到适宜流程和程序的支持（如晋升、个人发展，申诉、专业建议）
。理想情况下，人力资源程序应在不同服务机构之间进行适度标准化，以确保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公平。人
力资源体系应在服务机构间统一，从而使绩效管理方式、监督和顾问角色的建立、和及时提供效果反馈的
程序等方面保持一致。

该体系行动不一定意味着有薪和无薪劳动力的人力资源程序应该相同，但这两类劳动力均应有适宜程
序来支持和管理。

WHO制定了《全球卫生人力资源战略：劳动力2030》17，为人力资源程序中的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 
导向。

15 16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体系中的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的融资机制不是基于联合
的、合并的或共享的资助模式。

并且

没有财政激励机制支持各服务提供者在服务层面协调或共
享照护服务。

0  
 
   对政策和程序进行修改，使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可采用共享的或合并
的资助模式，包括在服务层面实现适当照护协调的财政激励措施以及
维持内在能力（IC）和机能水平（FA）所用干预措施及基本药物和设
备的费用。

开始实施

正在改变资助模式使其支持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共享资
金。

或

正在计划或试行财政奖励措施以促进服务层面的照护协
调，并减少用于维持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的干预措施、基
本药物和设备的费用。

2  
 
   实施修改后的融资模式，以支持共享或合并的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资助
方式，其中包括制定在服务层面实现恰当照护协调的财政激励措施。

 
 
   评估为支持在服务层面实现持续性和有意义的照护协调所制定的财政激
励措施的效果。

稳定实施

现有体系同时满足：

•  卫生和社会部门联合或合并提供资金支持

并且

•  在服务层面实现有效照护协调的激励措施。

3  
 
   继续通过联合资助机制为健康和社会照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效果评估结果，继续为支持在服务层面实现照护协调提供财政激
励。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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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和／或机能水平数据收集没有整合入现
有健康信息系统。

0  
 
   评估将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测量整合入健康信息系统中的能力。 

 
 
   制定分阶段的实施方案，以将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测量整合到健康信
息系统。

开始实施

内在能力或机能水平测量工具已整合到现有的健康信息系
统。

或

某些服务机构对老年人内在能力或机能水平进行测量，但
这些数据未集成到体系层面的健康信息系统中。

1  
 
   在各服务机构采用老年人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测量工具，纳入体系层
面健康信息或监测。借鉴已使用或试用测量工具的服务机构的经验。

 
 
  制定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数据报告方案。

稳定实施

在现有健康信息系统中对老年人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进行
测量，并利用这些数据对老年人口一段时间内的需求进行
评估。

2  
 
   继续在现有健康信息系统中开展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测量。 

 
 
   根据WHO的指南更新测量工具9。 

 
 
   对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数据进行预测报告，评估人群健康需求及其随时
间的变化。

采用健康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交流和信息交换

在体系层面应在可行地区实施健康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和程序，以促进健康和社会照护服
务机构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例如健康档案，处方，会诊信息）存储，共享和交流。

例如，电子健康档案，家庭监控系统，集成处方系统和远程医疗20。该类系统还可以促进数据
收集和审计，如电子健康档案可以系统化管理老年人个人和全部临床人群信息，有助于确定需求，
进行照护规划，监测治疗反应并评估健康结局。

许多卫生系统没有能力支持电子健康系统，但无法采用此系统不应妨碍其他综合照护领域的进
步。在没有ICT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选择，例如电话和传真，以确保服务提供
者之间适当进行信息共享。

收集和报告现有健康信息系统中的 
老年人内在能力和机能水平数据

应对现有健康信息或监测系统中的老年人的内在能力（IC）和机能水平（FA）下降情况进行常规评
估，例如行动能力，认知能力，心理能力，视力，听力和营养不良;参照WHO关于在初级照护中采用以人
为本的评估和途径支持进一步实施的ICOPE指南9 包括WHO工具在内的各种内在能力测量工具，可为应对
初级照护层面的健康需求提供有用起点。在服务层面，收集内在能力相关数据有助于及时应对下降情况，
并更好地分配资源。在体系层面，收集这些健康数据可提供机会来监测人群健康并评估体系在改进综合照
护质量和安全性方面所采取措施的效果。

与临床相关的内在能力建议领域的证据已发布24。

17 18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尚无支持健康信息储存及服务机构和服务提供者间信息共
享或交流的安全数字技术。

0  
 
   确定可在何处通过安全数字技术加强健康信息存储以及服务机构或服务
提供者之间的共享和交流。

 
 
   在适当的隐私和安全政策支持下，制定用来指导分阶段采购和实施数字
技术的策略。

 
 
   继续使用现有的低技术系统来支持服务机构或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交
换和照护协调。

开始实施

正在试用或实施支持健康信息储存及服务机构和服务提供
者间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安全数字技术。

1  
 
   在适当的隐私和安全政策支持下，制定用来指导分阶段采购和实施数字
技术的策略。

 
 
   与服务管理者和提供者协商，以分阶段的方式实施数字技术，确保其可
接受性和可行性。

稳定实施

整个体系均采用安全数字技术来支持健康信息储存及服务
机构和服务提供者间信息共享和交流。

2  
 
   继续审查数字健康技术方面的需求。 

 
 
   继续审查数据隐私和安全政策，以及支持数字健康技术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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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技术来支持老年人自我管理

在可行地区应用数字技术来支持老年人自我管理。

在具有资源，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的地方，应部署数字技术以支持老年人进行自我管理，例如
通过使用mHealth（移动技术）或基于Web的工具进行自我监测20,23。随着技术发展及其有效性
和可行性方面证据的出现，实施此类技术可能变得更加容易。

19

阶段 实施情况 评分 需要采取的行动

未实施或最低程度实施

未提供数字技术或未用于支持老年人进行自我管理。

0  
 
   进行需求评估和能力评估，以提供或支持数字技术。

 
 
   评估现有的数字技术，以确定其有效性，可接受性以及是否适合现有
体系。

开始实施

一些服务机构已使用数字技术来支持老年人自我管理，但
未在整个体系内实现。

或

已在各服务机构实施数字技术来支持老年人自我管理，以
期在体系层面实现。

1  
 
   在各服务机构审查数字技术试用评估结果。 

 
 
   为适合当地环境的适宜数字技术制定体系层面的实施方案。

稳定实施

已提供数字技术用于支持老年人进行自我管理。

2  
 
   继续提供或支持数字技术，以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管理。 

 
 
   评估数字技术对自我管理能力和健康服务使用的影响。

Capacity assessment能力评估
分析一个人现有能力与期望能力之间的差距。评估该个体的条件

和需求可为提高其内在能力的措施提供信息。

Delphi德尔菲法
根据收集的专家反馈意见促进某种观点或问题的形成和完善，从

而形成共识的一种研究设计。

Elder abuse虐待老人
一个人（如与老年人建立了信任关系的照护者）故意为之或不作

为，对老年人造成伤害或产生伤害风险。

Functional ability机能水平
使人们有能力做他们所看重的事情的健康相关属性。机能水平由

个体的内在能力、相关环境特征以及个体与这些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构成1。

Healthy ageing健康老龄化
发展和维持机能水平从而使老年期能保持健康的过程1。

Integrated care综合照护
一种管理和提供服务的体系和程序，使人们得到持续健康促进、

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管理、康复和姑息治疗，根据人们的终
生需求，协调卫生部门内外不同级别和不同场所的照护服务16。

Interdisciplinary care跨学科照护
由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为了共同目标（如改善机能水平）协作提

供的照护服务。

Intrinsic capacity内在能力
一个人能动用的全部身体和精神储备的总和1,24。

Long-term care长期照护
他人为确保内在能力显著进展性丧失的人能够保持与其基本权

利、基本自由和人的尊严相一致的机能水平而开展的活动1。

Needs assessment需求评估
通过识别当前状况和期望状况（例如，知识和技能）之间的差距

或意愿来确定和解决需求的过程。应对当前状况和期望状况之间的差异
进行测量，以确定需求。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参与式管理
使不同利益相关者和机构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

PREMs
患者自报的体验测量问卷，患者可以通过填写这些问卷来提供自

己在接受照护时的体验感受25。

PROMs
患者自报的结局测量问卷，患者可以通过填写问卷提供对健康或

社会结局的自我评估，例如疼痛，生活质量，身体机能25。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全民健康覆盖
“所有人和社区都可以获得所需的促进性、预防性，治疗性，康

复性和姑息性医疗服务，同时确保用户在费用上能够负担得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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